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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地理位置

水库概况

批复
除险加固

内容

批复投资
（万元）

建设工期

项目管理
部门

项目法人
机构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监督电话

重庆市綦江区八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綦江区石角镇新民村

集雨面积（km2）

1.00
新建大坝防渗面板，对坝基进行灌浆防渗处理，增设溢洪道水标尺，更换
放水闸阀，库内新建一条C20砼人行便道，硬化长1.6km机耕道，新建管
理房1座。

总投资

167

开工时间

2021年9月

綦江区水利局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
站

重庆成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璟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部门

48671733

总库容（万m3）

12.56

其中

本次下达
中央资金

162

项目法人单位

48610134

坝轴线长（m）

89.00

市级财政
补助资金

预计完工时间

2021年12月

责任人

项目法人
代表

刘 冲

现场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13370732786

最大坝高（m）

19.73

本次下达
区级资金

5

余安全

项目技术
负责人

陈朝良

陶延刚

朗天学

监理单位

18696869959

工程名称

地理位置

水库概况

批复
除险加固

内容

批复投资
（万元）

建设工期

项目管理
部门

项目法人
机构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监督电话

重庆市綦江区双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綦江区三角镇石盘村

集雨面积（km2）

1.25
坝顶整治，防浪墙顶增加不锈钢栏杆；上下游坝坡整治，上游坝坡放缓培
厚，新增C20砼预制块护坡，下游坝坡培厚放缓，新建排水棱体；增设大
坝观测设施；放水设施整治；维修管理房等；

总投资

274.88

开工时间

2021年9月

綦江区水利局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
务站

重庆成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璟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主管部门

48671733

总库容（万m3）

23.15

其中
本次下达
中央资金

214

项目法人单位

48610134

坝轴线长（m）

89.00

市级财政
补助资金

预计完工时间

2022年12月

责任人

项目法人
代表

刘 冲

现场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施工单位

13370732786

最大坝高（m）

17.96

本次下达
区级资金

5

余安全

项目技术
负责人

陈朝良

刘波

朗天学

监理单位

18696869959

工程名称

招标方式

工程建设任务及
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投资

工程参建单位

项目业主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质量监督单位

工程建成后运行
管理方式

监督电话

重庆市綦江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试点工程（一标段）

公开
招标

新建护岸长138.3m，改造人行桥2座，新建马家槽人行桥1座，沿河修
建滨河慢行步道长3.9km等。

本标段总投资1096万元。国家补助及区级自筹。

重庆市綦江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重庆奕腾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南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
全服务中心

綦江区新盛街道办事处

区水利局

区财政局

区发改委

开工时间 2021年9月

参建单位现场
负责人

刘 冲

梁 耀

王忠能

胥小梅

王大洪

48611456

48671857

48663187

建设性质

完工时间

负责人联系电
话

02348611600

18523795137

18983217123

18983855630

18983200829

新建

2022年2月

綦江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工程（新增部分）一标段开工公示
工程类别：水利工程 工程位置：綦江区新盛街道

工程名称

招标方式

工程建设任务及
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投资

工程参建单位

项目业主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质量监督单位

工程建成后运行
管理方式

监督电话

重庆市綦江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试点工程（三标段）

公开
招标

通惠河水系范围新增经果林点位4处：东岳村花果山果园、柏香村米
多多果园、杜家村杜家农场、杜家村水库果园。纳入新增经果林共计
457亩（其中已成林139亩）。新盛河水系范围新增经果林点位3处：正
自场四季果园、气田村高洞坝果园、宝珠村溪美云起果园。纳入新增经
果林共计470亩（其中已成林150亩）等

本标段总投资493万元。国家补助及区级自筹。

重庆市綦江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重庆市卓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南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
安全服务中心

新盛街道、三角镇

区水利局

区财政局

区发改委

开工时间 2021年9月6日

参建单位现场
负责人

刘 冲

梁 耀

李宗培

胥小梅

王大洪

48611456

48671857

48663187

建设性质

完工时间

负责人联系电话

2348611600

18523795137

13350385781

18983855630

18983200829

新建

2022年2月5日

重庆市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开工公示

綦江区水利局

2021年9月15日

綦江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工程（新增部分）三标段开工公示
工程类别：水利工程 工程位置：綦江区新盛街道、三角镇

重庆市綦江区江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邵

琨）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记

者从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

粮食减损大会上了解到，与会各方

认为通过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

减损并举，将“节粮减损等同于粮

食增产”的理念贯穿到生产、收获、

储存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

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

长，淡水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

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

来越大。与会各方代表认识到，现

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

计，山东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

亩产量可提高10%-20%，平均每亩

可增产100公斤以上。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区亩均节水节电率分别

可达24.3%和30.8%，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从之前的0.5提高到了

0.64以上，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大幅

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

减损大会济南倡议》中，来自世界

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

府组织共 150 名代表，倡议提升农

业基础设施水平，加强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全

方位全链条发力。农业农村部部

长唐仁健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

表示，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

粮机收率分别达到97.49%、93.73%

和 78.67%。今年夏粮机收损失率

若降低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

粮食产量125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

挑战，使得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所

未有的压力。2020年全球共有7.2

亿到8.11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全

球近1/3人口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

与营养，同时全球近 1/3 的食物被

损失或浪费，为世界敲响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

冬玉在视频致辞中呼吁，各国群策

群力、协调行动，减少粮食损失和

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

新设备、新工艺，加强集约、可持

续、低碳的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体

系建设，实现产后全过程、系统化

节粮减损，建设“无形良田”，实现

“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

一个个体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

便不进入粮仓，通过高清摄像头，

也能清晰看到粮仓中的颗颗麦

粒。中储粮济南直属库仓储管理

处副处长安西友说：“粮仓自带中

央空调，还有智能通风等绿色储粮

技术。粮仓平均温度常年保持在

15摄氏度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

25 摄氏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

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装

4500个高清摄像头，28万个温度传

感器，实时对粮情进行预警预测。

中央储备粮综合损耗率从2%降至

1%以下。以济南库为例，一个储存

周期，粮食损耗减少 1600 多吨，相

当于3000亩良田一季的粮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

使用的“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

重要。会后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济南倡议》中专门提出，为农

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术培训和服

务，重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装具的

推广和使用，提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

经发挥出来。自2007年以来，山东

省累计投资3.71亿元，为农户发放

科学储粮仓98.8万个。据测算，这

些储粮仓全部投入使用后，比传统

方式储粮损失率降低5个百分点，每

年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4.9万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粮食

损失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

增产 2700 多万吨粮食，够 7000 万

人吃1年。面对粮食损失和浪费这

一全球共同的挑战，各个国家为此

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有的国家

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打击食品浪费，

有的国家加大了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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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1/3人口“不够吃” 全球近1/3的食物被浪费

节粮减损=粮食增产

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

试有“指定培训机构”吗？

答：没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实行考培分开，人社部门

或人事考试机构未指定任何培训

机构开展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

问：劳务派遣身份影响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吗？

答：不会。按照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制度和考试考务工作规

程有关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只要符

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原则上

均可按工作地或居住地报名参加

考试，不受其社保和用工形式限

制。

问：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时需要全员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吗？

答：不是所有都需要。推行考

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部

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选择承

诺方式的报考人员原则上无需携

带学历证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

限证明等材料到现场进行资格审

核。具体资格审核要求，请参见当

地考试机构公告。

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准

入类和水平评价类是一回事吗？

答：不一样。准入类职业资格

所涉职业关系公共利益或涉及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

财产安全，是依法从事特定岗位的

必要条件。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

所涉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社

会通用性，技术技能要求较高，是

用人单位选人用人的重要参考。

问：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是要

取消技能人才评价吗？

答：不是。水平评价类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不是取消职业和职业标准，不

是取消技能人才评价，而是将技能

人员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实

行社会化等级认定，不再由政府或

其授权单位认定发证，而改由用人

单位和相关社会组织按照职业标

准或评价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问：部分职业资格被取消，原

来取得的职业资格还有效吗？

答：仍有价值。根据《关于做

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

厅发〔2020〕80 号），部分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取消后，退出目录前已发

放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继续

有效，可作为持证者职业能力水平

的证明。原取得的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仍可以作为聘任相应专

业技术职务的依据。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

微信公众号

关于职业资格考试 你要知道这些

社保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主

要载体，有了社保卡，就有了社会

保障。你知道吗，社保卡的功能可

多了，涉及创业就业、养老失业、工

伤、考试这五大隐藏功能！今天就

为你一一道来——

社保卡有什么用？

1.就业创业方面

社保卡与《就业创业证》卡证

合一，劳动者凭社保卡办理就业失

业登记，申请公共就业服务、就业

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补贴，享受各

项就业扶持政策。

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

贴、求职创业补贴等，都可发放到

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

账户）。

通过电子社保卡，实现求职、

失业登记、就业补贴等网上申报、

结果反馈和待遇查询。

2.享受养老保险服务方面

参保人可凭社保卡办理退休

审核、待遇申领、待遇领取资格自

助认证，通过自助一体机查询参保

信息、打印参保证明。

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可使

用社保卡银行账户缴纳养老保险

费，待遇领取人员可使用社保卡银

行账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通过电子社保卡，参保人可办

理养老保险线上参保登记、缴费、待

遇申领、待遇资格自助认证等业务。

3.失业方面

失业人员凭社保卡办理失业

金申领、查询等业务。

通过社保卡领取失业金、技能

提升补贴等待遇。

通过电子社保卡实现失业登

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以及办理

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4.工伤方面

使用社保卡办理参保登记、认

定鉴定、辅助器具配置、待遇申请、

工伤康复申请、信息查询等业务，

简化表单填写，自助查询结果。

通过使用社保卡（包括电子社

保卡），实现按项目参保人员的实

名信息备案。

通过社保卡实现工伤医疗、康

复、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的直接结

算。

通过社保卡领取工伤医疗费

（工伤康复费、辅助器具配置费）报

销资金、伤残津贴及其他工伤保险

待遇。

5.人事考试方面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网报系统中支持社保卡作为有效

身份证件报名，并通过后台进行相

片比对。报考人员可持有效居民

身份证或社保卡，作为资格考试的

身份证进入考场。

社保卡怎么用？

1.如何激活社保卡

社保卡具有社保功能和金融

功能。在社保卡使用前，需要启用

社保卡的社保功能。如果通过社

保卡领取就业补贴、养老金等待

遇，还需激活金融功能。

社保功能启用，一般在发放时

由工作人员办理，或者本人在首次

用卡前通过修改社保密码启用，部

分地区还可通过手机 APP、网站、

12333电话等方式线上、远程启用。

金融功能激活，一般需要本人

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在银行

柜台办理，同一银行的全国网点均

可办理激活。对高龄、重病、伤残

等行动不便的特殊人员，可按相关

程序提供上门服务。

2.社保卡开通了这些渠道

社保业务紧跟“互联网＋”,服

务覆盖线上线下。

目前，社保卡在各地开通有多

种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包括社保

经办大厅、就业服务大厅、政务服

务大厅、合作银行网点、街道乡镇

基层服务网点、社保卡服务中心、

12333电话服务、网上服务、自助服

务终端等服务渠道。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电子

社保卡进一步将服务延伸到APP、

公众号以及更多的社会服务渠道。

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

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电子社保卡

小程序、掌上12333、工、农、中、建、

交、邮储、招商、平安等各六银行，

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 23 个全国

渠道，以及 300 多个人社部门和其

他政府部门渠道、100 多个银行和

社会渠道。

社保卡丢了怎么办？

社保卡丢失不要等，及时挂失

少受损。应当及时办理挂失手续

避免个人权益和账户资金受到侵

害。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社保卡挂

失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大

家可以通过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

点、12333电话服务热线、网上服务

平台和社保卡服务银行的客服平

台办理临时挂失；或者持有效身份

证件分别到社保卡服务机构、社保

卡服务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应

用、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挂失。

据重庆发布微信公众号

五大隐藏功能 社保卡还能这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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